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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热的无人驾驶技术，在纽劢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创始人之一的宋新雨看来，其实全世界都站

在同一起跑线上，他希望公司研发的产品能早日搭载

在自主品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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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MEN 创新样本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无人机不仅能拍照，还能进行电力巡

检、地籍测绘、应急救援？上海伯镭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的十几位年轻人，正致力于研

发无人机应用，希望把这一技术推广到各

行各业，让小小的无人机创造更多价值。

对于行业应用领域，无人机被喻为“会

飞的传感器”。随着人机交互的不断优化

以及无人机及自身操控安全性的不断提

升，民用无人机的应用范围变得越来越广

泛。上海伯镭智能科技有限公司CEO胡

心怡介绍说，近几年无人机热兴起，人们对

无人机的应用前景充满了想象，无人机+
的时代已经到来。但国内新进入这个领域

的公司大多在考虑制造怎样的无人机，很

少有企业专门把关注点放在无人机的应用

开发上。

数据统计，2015年全球无人机投资领域

42%的资本投向了无人机软件与服务公司，

但这些公司主要在美国、欧洲，而在中国无

人机领域的投资大都集中在硬件上。胡心

怡认为，无人机应用的核心其实是数据，无

人机是获取数据的工具。人们用无人机可

以高效地从高空采集数据，并加以处理及分

析，最终得到有效的信息。

伯镭科技的目标是成为无人机应用技

术的领导者，围绕无人机应用的核心，打造

了包括数据采集模块、数据分析模块，以及

数据呈现模块在内的完整解决方案。在统

一的大结构框架下，每个模块又针对不同

的应用场景单独开发，力求做到在降低无

人机使用门槛的同时，完美地结合行业需

求。

比如公司目前基于大疆无人机平台开

发的一款软件——“伯镭智飞”。该软件能

实现对无人机的飞行规划，使无人机可以

按照规定线路，自动起飞、降落，并根据要

求采集数据。同时可以结合不同行业应用

进行不同的设置，比如光伏电站的巡检，通

过引入图像识别技术，可以让无人机自动

调整航线，平行于光伏面板排列线飞行，使

拍得的照片目标清晰且排列整齐，便于后

期分析。未来，软件还会与政府相关部门

对接，在目前已有国家规定的限飞区域的

基础上，增加临时限飞区域的功能，确保一

些重要活动不被无人机打扰。

目前伯镭科技投入研究最多的是无人

机光伏电站巡检的应用，胡心怡介绍说，以

前需要人工拿红外热像仪器爬到屋顶或者

山上湖上的电站一个个面板去检查。现在

通过搭载有热成像传感器的无人机，设定

好飞行轨迹，就能自动实现巡检。然后通

过伯镭科技开发的软件将巡检收集的数据

进行分析，就能定位问题所在点，继而通过

伯镭的数据平台，就能对结果进行储存及

管理，并对接企业 ERP，派单给工人进行

精准检修。

不同环境下对无人机的性能需求是不

一样的，伯镭科技针对不同的环境（农田、

山地、池塘等）推出了不同的飞行平台，并

可以针对特殊环境作一些定制化开发。如

搭载多种传感器（热成像或可见光），实现

自动飞行规划、精准定位以及智能避障。

公司成立近 2年，已有不少跨领域的

新兴应用拓展，近期和徐汇区政府在做无

人机数据应用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探讨。还

和上实集团签约，将在崇明探索无人机精

准农业上的应用，通过无人机采集的数据，

分析作物长势，实现精准灌溉。

在胡心怡眼里，无人机其实也是机器

人的一种，是发展最快的特种机器人。同

时，他有一个理念，就是要让机器为人服务

才有价值，所以他从未停滞过对机器人应

用的探索。目前公司员工都比较年轻，大

多是85后甚至是90后，里面有毕业于名校

的学院派，也有具备十多年航模经验的实

战派。

今后，公司还计划打造在云端的无人

机数据平台，通过无人机获取的空中数据，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做决策。胡心怡认为，

无人机应用很广泛，想象空间非常大，空中

数据可挖掘的价值也非常大，甚至超乎想

象。比如数据能应用于投资，“跟一些金融

领域的人聊，说如果能将新疆、东北的一些

农业种植数据收集起来，给大宗商品分析

师，就能帮助判断今年农作物期货市场走

势。”如果应用到救灾，比如地震后可以实

现快速数据采集，就能最快做出救援方案。

■本报记者 蔡丽萍

纽劢科技于 2016年在美国成立，

主要研发下一代自动驾驶智能系统产

品的软件系统、硬件系统、软硬件测

试/系统调试，为车企提供定制化汽车

自动驾驶智能系统全面解决方案产品

及服务，专注于成为智能汽车自动驾

驶系统产品提供商。

10多年前，大学毕业后的宋新雨

前往美国深造，在西弗吉尼亚大学继

续学习工业工程。毕业后他选择留在

美国，有了稳定的工作。随后他来到

汽车界的“苹果”特斯拉工作，在那

里宋新雨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合作伙

伴，两人选择一起出来创业。

出任纽劢首席运营官的宋新雨曾

担任特斯拉负责产品和供应链质量的

资深经理。自2012年以来，先后带领

不同团队负责供应链开发、采购、生

产、品质和可靠性整套系统的规划和

执行，是特斯拉自动驾驶和娱乐硬件

系统开发团队的重要成员。宋新雨拥

有超过10年的国际和国内汽车行业生

产制造、品质保障和供应链管理的经

验，具有整车厂和一级汽车电子厂商

多年管理经验，熟悉世界顶尖 CM，

ODM&OEM的整体产业链运营环境。

合伙人曾担任特斯拉自动驾驶高

级计算机视觉工程师，其研发工作直

接向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汇报，

在自动驾驶和深度学习领域有着丰富

的经验，具有超过10年的计算机视觉

和机器学习研发经验，拥有8项正在申

请和已经颁发的美国计算机视觉专利。

两位合伙人的专业，一位偏硬

件，一位偏软件，两人可谓互补。而

公司的成员都是计算机科学技术领域

的专家，既有他们的大学同学，也有

美国的同事。宋新雨认为，无人驾驶

几乎涵盖了整个计算机科学领域，包

括感知、融合、规划、决策和控制。

“比如车要感知自己在哪里、要到哪

里、怎么去、要判断路况、什么是行

人、哪里是车道线、哪个是交通信号

灯等等，涉及很多细节，需要收集各

种环境数据。”

从一开始，宋新雨和合伙人就将

公司定位面向中国市场，针对中国的

路况研发产品，今年 1月，宋新雨将

公司带到了张江。“我们做了很多前期

调研对比了很多地方，最后觉得浦东

的产业布局和公司发展方向比较契

合，而且长三角地区的汽车相关产业

链、人才等方面也有优势。”宋新雨

说。

宋新雨介绍，目前无人驾驶技术

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在车上安装激

光雷达扫描周围环境，再融合其他传

感器。但价格贵，一个高端激光雷达

要7万至8万美元，如果在短期实现量

产成本较高。而纽劢科技主要研发的

是以视觉为主的驾驶方案，即在车上

安装摄像头，再融合其他传感器，获

取各种数据。“人开车也是基本用肉眼

判断，所以我们注重模拟人的驾驶

感。”

虽然仅成立一年多，但纽劢在回

国之前，天使投资已达到 1000 万美

元。目前公司在美国加州硅谷有一个

研发中心，注重做前沿研究、追踪和

测试。

目前，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将自

动驾驶分为5级，0级表示没有任何程

度的自动驾驶功能，司机对汽车所有

功能拥有绝对控制权；1级向司机提

供基本的技术性帮助，例如电子稳定

性控制或预充电刹车，目前几乎所有

汽车都达到了这一级别；2级被称作

“组合功能自动化”，同时实现数种功

能的自动控制，例如自动巡航控制或

车道保持功能，部分新车具备这一级

别的自动驾驶功能。

3级使汽车在有限情况下实现自

动控制——例如在公路上行驶，但司

机随时可以控制汽车；具有 4级自动

驾驶功能的汽车绝对无需司机或乘客

的干预，在无需人协助的情况下能由

出发地驶向目的地。

宋新雨说公司的第一步希望先达

到 3 级，最近在做样品研发。他认

为，“无人驾驶技术独立开发没有意

义，需要和车厂合作。自动驾驶是一

个传统车厂和 IT行业相结合的新型行

业，车厂没有 IT这方面的人才，而高

科技企业又不懂车，需要两者高效融

合。我们团队有先前做产品的经验，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

近几年，自动驾驶汽车发展迅

猛，世界各国很多科技公司联合车企

都在研究无人驾驶。宋新雨认为，作

为一项新兴产业，大家站在同一起跑

线上。如果中国掌握自己的技术，可

以抢占先机。“我们以后研发会放在上

海，希望能和整车厂合作，真正把国

人研发的技术搭载在自主品牌上。”

伯镭智能：

让无人机创新应用 创造更多价值

鲲云科技：

为工业设施监控装上实时分析的“大脑”

纽劢科技：
致力无人驾驶技术自主研发

■本报记者 徐阳

监控摄像头可以实时把监控画面传

回站点，如果要通过回看查找问题，必须

把录像倒回来一帧帧找。然而，假如电脑

安装了来自鲲云科技研发的“雨人”系统，

这个摄像头就可以“思考”了。它可以分

析场景的信息，发现“嘿，这里似乎有个问

题”，直接把数据发回后台进行自主分析，

这样工作人员就不会累趴了。

“上述例子是雨人系统最微小的应用

案例，他的能力实际上更大。”鲲云科技创

始人牛昕宇说。

2010年，牛昕宇于复旦电子工程系毕

业后，前往伦敦进修。5年后，一次英国帝

国理工大学的学术报告间隙，一群工业界

合作伙伴坐在一起，聊起微处理器与实时

数据分析的巨大前景。其中，一位面容清

秀的中国籍年轻博士渐渐陷入了沉思：能

否开发出一套人工智能计算平台，支持计

算机能力的进一步跃进，进而提升物联网

节点的智能水平？这样物联网就可以进

行实时的自主分析。

想出这个点子的年轻博士，正是牛昕

宇。他第一时间召集了他的小伙伴们：一

批来自英国三院（皇家工程院、国际电子电

器工程师协会、英国计算机协会）院士、前

Google员工、帝国理工资深研究员、Imagi⁃
nation硬件主管等的合作人，创建了鲲云科

技。

2016年中，人工智能计算平台——雨

人系统研发成功。雨人系统是鲲云核心

技术的代表产品。乍一看，它只是个信用

卡大小的芯片，但这款人工智能硬件平台

却可以使机器实现复杂的实时数据分析，

更及时地分析到数据流中细微的变化，从

而对决策做出调整。这相当于给机器装

了一个可以及时反应的大脑。

再举个例子，在刚刚圆满完成首飞任

务的国产大飞机C919身上，雨人系统就大

有施展拳脚的天地。据了解，在C919身上

共有3万多颗传感器。假设一颗传感器在

一秒内能传送一条参数，机载电脑每秒只

能分析1500-2000条参数，剩余28000余条

参数必须待数据传回基站后方能进行分

析。一旦安装了通过模拟测试后的雨人系

统，每秒 3万余条参数便可及时地进行分

析，进一步保障飞机的安全性。不仅如此，

牛昕宇介绍，飞机在滑行时出现任何一点

异常颠簸，雨人系统都能及时找出原因，

“他就像你肚子里的蛔虫一样了解你”。

“我们在工业设施监控领域十分超前。

因为工业设施监控是无止尽的，我们的算法

恰恰是学习性、深度性的。随着场景积累得

越多，系统可以自动衍生出更多的分析模

式，甚至找出一些专业科学家都想不到却可

能影响全局的问题。”牛昕宇说，在需要大量

人工以及重复性脑力劳动的专业领域，包括

物流、航空、金融、电网等行业，都可以通过

鲲云设计的系统解决难题。

创业成功与否，一方面取决于技术，

另一方面更由供需决定。雨人系统的前

景取决于数据分析的市场有多大。根据

权威机构的预计，实时数据流分析市场自

2015到2020年间将会保持31.3%的年增长

率。而国内实时数据分析的市场包括电

力、制造业、电信、金融、航空航天等关键

领域，市场规模在数十亿美元。由此可

见，实时数据分析在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目前，鲲云科技已与包括商飞、空客

等 5 家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开展试点合

作。此外，在入驻孵化器——张江创业工

坊@纳贤 800的帮助下，牛昕宇和他的鲲

云正计划在今年下半年进行A轮融资。

无人机应用领域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宋新雨（左二）希望能把他们研发的无人驾驶技术搭载在自主品牌汽车上。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牛昕宇的“雨人”系统让机器具备了人工智能。 □本报记者 朱泉春 摄


